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八)』，晨興聖言第十週：帳幕的八重意義。 
二.百日復興百日復興百日復興百日復興：9/1~12/31日，於宜蘭縣操練晨禱與正確的小排實行。晨禱為 6：30~8：30，地點為各召

會或各區會所；小排操練家打開，操練彼此互相顧惜。 
三.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排聚會實行成全：：：：10/1日(週六)、10/15(六)、10/22(六)、10/23(日)、11/26(日)、11/27(日)、

12/3(六)、12/4(日)、12/10(六)、12/11(日)、12/17(六)、12/18(日)，時間：晚上 7：30~9：30，地點：
進士會所。參加者請自備”排聚會實行”一書，並先行進入。要有正確的排聚會，需要有很多的學
習，讓我們一同進入並研討，共同帶進新的復興。 

四. 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萬，目前所收奉獻 417,150。 
五.每週一晚間 19:30~22:00在”文化會所”，有當週晨興進度內容之禱研背講，請弟兄姊妹自備教材、

彼此邀約，一同被真理構成。 
六. 2016年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地點：中部相調中心；第五梯次目前有餘額，鼓勵姊妹們報名第五

梯次(11/3~11/5)。宜蘭市召會向邱淑眞姊妹報名，其他的請向各召會負責此項服事者報名。本地已
有 91位姊妹報名參加，求主繼續加添人數，榮耀歸於神。 

七. 水流之音聖樂團於 10/16（日）晚上 7：30~9：30於宜蘭市演藝廳有詩歌福音聚集。欲參加者請向
盧阿水弟兄（0920-254-969）報名繳費，報名截止日 9/30。 

八. 宜蘭市集中禱告聚會：10/4(週二)晚上 7：30~9：30於宜蘭市進士會所集中禱告，願我們同來盡祭
司職分，在神面前燒香，給予基督最高的合作，帶進召會在地上的建造。 

九. 台灣福音書房報告：2017年福音月曆與信徒日誌開始訂購，10/15日前訂購月曆預約價 110元；
10/31日前訂購日誌預約價 65元。請向各召會書報服事者訂購並繳費。 

十. 青少年本週晨興追求材料：聖經之旅第七冊：第十課。 

 禱告事項 
一.聖徒的召會生活：各排各區彼此餵養牧養，邀約每個聖徒均入排，實行生養教建的生活。 
二.蘇澳鎮召會舊會所重建：建築圖已送宜蘭縣都委會審查，預估工程款為 940萬，請聖徒持續為此代

禱並記念。 

三.新受浸聖徒：七月/許庭瑄、許麗琇、鍾宛馨，八月/謝耀霆、林禹丞、張淑娟(吳玳儀弟兄的姊妹)

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9/12~9/18)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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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1 11 -- 8 -- -- 6 7 -- -- -- -- 16 

礁溪鄉召會 32 10 21 21 -- -- 22 6 3 -- -- -- 33 

壯圍鄉召會 4 -- 6 -- -- -- 6 6 -- -- -- -- 6 

員山鄉召會 44 18 11 41 -- -- -- 8 -- -- -- -- 59 

蘇澳鎮召會 17 7 8 9 4 -- 2 9 1 -- -- -- 22 

大同鄉召會 12 9 4 13 4 -- 9 11 1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4 15 14 22 7 -- 7 7 -- -- -- -- 56 

延平區 34 7 7 -- -- -- -- -- -- -- -- -- 36 

進士區 54 8 7 20 -- -- 1 1 -- -- -- -- 60 

青少年區 23 2 9 39 6 -- 6 11 -- -- 39 23 48 

合  計 272 87 80 115 63 0 46 76 5 0 28 28 318 



                   ⼀切事奉都該是神發起的(上)     2016/9/25 第四十三期

一切工作都是從神發起的 

    一個事奉主的人，必須看見神救贖的工作，都是

神得着人的配合而作成的。所有的事奉、所有的工

作，都不能開始於我們，而必須開始於神。召會中一

切工作和事奉，都必須是神發起的，纔是神所要的。 

由人發起的事奉都是宗教活動 

    凡是人發起，人起頭，人開始的，在神眼中，都

不能算是神的事奉，神的工作。神只要人配合祂，神

不要人發起任何事。凡是起始於人的都是宗教活動。 

神發起事奉的聖經根據 

亞伯照著神的啟示，憑信獻祭 

    亞伯的獻祭不是宗教活動，因為亞伯的獻祭出

於神，不是出於亞伯自己，是神要亞伯那樣獻祭。亞

伯因著順從神的命令，照著神的啟示而獻祭，他這樣

作就是事奉神。 

該隱出於自己，憑己意事奉神 

    該隱的獻祭，不是出於神，而是出於自己，因此

是個宗教活動。該隱所以被神棄絕，不是因為他犯

罪，而是因為他敬拜神，向神所獻的祭，不是神所要

的。在我們一切事奉中，我們是否真想到神、敬畏

神？無論他們所作的，是不是為著神，即使為著神，

只要不是出於神，不是神所啟示、所命令、所呼召的，

都還是宗教活動。 

挪亞照著神的吩咐事奉神 
    神找著挪亞，告訴他要如何蓋一個方舟。造方舟

這個舉動，是人沒有想到的，方舟裏每一個尺寸，每

一個造法，乃是神自己定規的。 

亞伯拉罕照著神的顯現事奉 

    亞伯拉罕離開了他的家鄉，是神呼召他說，『你

要離開本地、親族、父家。』在亞伯拉罕一生的行動

中，一切的舉動都是受神顯現的支配。所有蒙神悅納

的舉動，都是出於神。 

摩⻄照著神指示事奉，拯救以⾊列⼈ 

    摩西被神對付到一個地步，在曠野四十年之久，

把他所有為人的幹練全都拿掉了。當他感覺一切都

完了的時候，神呼召他說，『我要差你去法老那裏，

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他的

每一個舉動，都是出於神的指示。真實的事奉不能從

我們出來，只能從神出來。 

大衛敬畏神，與神配合，讓神作事 

    大衛發熱心要為神建造聖殿。大衛這個想到神

的心願、愛神的心願，神是悅納的；但大衛這個定意、

這個定規，神拒絕。沒有一件事奉神的事，是人可以

定規的。我們只能說定規在神，我們在此等候；我們

只能愛神，卻不能為神發起甚麼。大衛知道神需要聖

殿，但神的話臨到他說，『不要作。』他立即停下不

作。大衛那次的停下，在宇宙中樹立了一個見證：宇

宙中的事，只能出於神，不能出於人。我們要從深處

學得，神只需要我們與祂配合，神不需要我們為祂作

甚麼。 

彼得學習單單聽主的命令 
    在變化山上，彼得看見主變化形像後，覺得真

好，就建議要搭三座帳篷；立時，天上有聲音說，『你

們要聽祂。』所以不是主耶穌聽彼得，不是彼得出主

張，不是彼得作主。我們要永遠記得，我們不能出主

張，不能發命令，是主耶穌發號命令。我們需要能彀

安靜下來，聽祂的命令。 

保羅照著看見的異象事奉 

    保羅得救前，所有的行動都是宗教的活動，沒有

啟示，沒有神的亮光，全數是他自己的主張。有一天，

在往大馬色的路上，他被主遇著了，主將保羅當作的

事告訴保羅；不是保羅定規，乃是給保羅看見異象。

我們所定規的，都是不該的，神所定規的，纔是應當

的。(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六篇) 



召會生活 -----------------------------------------------------
-------家聚會蒙恩見證

 

召會是一個生機體召會是一個生機體召會是一個生機體召會是一個生機體，，，，生機需要的是生命生機需要的是生命生機需要的是生命生機需要的是生命。。。。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我我我我

們在召會中的事奉們在召會中的事奉們在召會中的事奉們在召會中的事奉，，，，主要是將生命供應給人主要是將生命供應給人主要是將生命供應給人主要是將生命供應給人。。。。    

 

    五月份在一次的美地讀經排，有三位福音朋友

來到會中。其中有一對是母女，敞開的與我們交通。

女兒是一位魂裏生病的人，當時許多姊妹因著她的

緣故，作了不少見證。有婚姻、有家庭、有生活上

的種種難處和狀況。但弟兄姊妹如同雲彩圍繞，難

處經過交通也一一被帶過，感動了她們母女，當下

就決定主日要受浸。 

    主日當天，每位弟兄姊妹都興奮和雀躍，全員

都動起來。受浸衣服、施浸水等萬事俱備。然而，

撒但還是阻擾了這件事，受浸臨時取消。直到週二

晚上禱告事奉交通時，臨時又接到這對母女要來參

加聚會。雖然當天是禱告事奉交通，但是人要來，

該怎麼行？於是弟兄們當機立斷，把禱告事奉交通

改成福音聚會。因召會是生機體，主要就是把生命

供應給人，藉著弟兄姊妹迫切禱告並見證生活中如

何來經歷神，就將寶貝的基督傳輸給這對母女。當

下二位深受感動，接受主耶穌作她們的救主，受浸

歸入祂的名裏。 

    六月分主日擘餅聚會，唱完詩歌、擘完餅，就

要進入綱目鳥瞰。原先分成五個小組，每一個小組

分得一個大點和幾個中點，個個都認真操練，好在

聚會中發表。臨時又有一對夫婦來到會中，對主有

渴慕，也來參加聚會。結果我們也把先前所準備的

信息綱要完全放下，直接進入福音聚會的規格，傳

講福音。多人作了得救的見證、信入主後的經歷，

見證這位又真又活的神。散會後，我們又被邀請到

他家繼續交通。當天下午，員山召會就奉主耶穌的

名，把他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使他成為神的

兒女。榮耀和頌讚都歸給神！（蕭金煜弟兄） 

  

晨興拾穗-----------------------------------------------------
--------帳幕的八重意義  
 

一、我們需要看見召會是建造在：由帳幕裏一百個銀卯座所表徵之基督救贖的基礎上，並且是寄託於我們

所經歷之升天的基督。也說出基督的救贖是信徒站立在神居所的穩固基礎。 

二、我們需要看見並經歷帳幕裏的金，就是神聖性情的顯出，也就是神自己在召會並建造裏；我們所顯出

的也該是基督榮耀的神聖性情。 

三、我們需要看見並經歷帳幕裏的皂莢木，乃是基督的神聖性情和神聖生命所『包裹』的人性，就是變化 

    過的人性，是金站立所需的力量。 

四、在帳幕裏，兩榫安在每塊豎板下面的兩個卯座裏是爲着平衡，我們在基督的身體裏，必須一直願意受

別人平衡，使我們對基督的救贖有完全的信心，這信心給我們一個穩固、不動搖的立場。 

 五、帳幕的每塊豎板寬一肘半(表徵每個信徒)，說出我們需要別人的配合，成爲三肘的完整單位，爲着召

會的建造，身體的每一個肢體都需要成爲完整的，並且主的行動中有轉彎時，就需要堅固。 

六、閂表徵三一神的那靈，藉着將祂的神性與人性調和在一起，而擔負神建造的完全責任。所有帳幕的 

     板是因在金裏面並藉着南面五閂、北面五閂及西面五閂，共三組十五個金閂聯結在一起，我們必須憑

聖靈並在聖靈裏，因着神聖性情托住的大能，與別人聯結在一起。 

七、神的建造，召會，被『四重的』基督所遮蓋。（帳幕的蓋有四層），蓋的頭一層，就是最裏面的一層，

是繡上基路伯的內頂，第二層蓋是山羊毛，第三層蓋是染紅的公羊皮，第四層蓋是海狗皮。 

八、帳幕的入口有五根柱子支撐簾子，而至聖所的入口有四根柱子支撐幔子，我們需要在三一神裏成爲柱



子，為帳幕提供入口，讓罪人蒙拯救進入神的居所，然後被了結，使他們得以進入神的至聖所，在神

的豐滿裏享受神自己。 

金燈臺照耀------------------------------------------蘇澳鎮召
會新會所興建負擔  

    

蘇澳鎮福音工作簡介蘇澳鎮福音工作簡介蘇澳鎮福音工作簡介蘇澳鎮福音工作簡介 

    蘇澳鎮位於蘭陽平原南端，北宜高速公路終點，也是蘇花公路的起點，鎮上蘇澳港，南方澳漁港海

鮮，蘇澳冷泉聞名遐邇，武荖坑露營風景區，新完成生態綠舟公園就在附近，全鎮面積 89.0196 平方公

里，人口 43,400 人。宜蘭因著雪隧通車成為台北後花園，來往交通非常方便，人口有逐漸回流的趨勢。

而且北部眾召會安排到宜蘭相調行程也越來越多。 

    蘇澳鎮召會在 1955 年（民國 44 年）從丁雲生弟兄家開始有擘餅聚會，到現在將近有 60 年的歷史

了，早期這地百姓大部分只能以農漁維生以致人口外流，聖徒日漸減少，直到 1989 年五年福音化台灣的

開展，蘇澳召會重新被恢復，也藉著宜蘭、羅東召會的扶持，買了在蘇澳港務大樓對面蘇東路 6 之 9 號

三樓的會所，目前有二十幾位聖徒穩定在這裡聚會，將近三十年過去了，因會所在三樓，對年長的、行

動不便的聖徒很不方便，樓上又是道場，弟兄們也覺得這裡不適合當會所，所以我們禱告再禱告；交通

再交通，弟兄們最後決定在蘇澳鎮光明路上，之前我們的舊會所那塊地上蓋新的會所。 

 興建會所財務的交通興建會所財務的交通興建會所財務的交通興建會所財務的交通 

    感謝主為我們早預備了一塊地，讓我們輕省

不少，將來新的會所斜對面是國小，環境優雅，

停車方便，離火車站走路十分鐘，各項公共設施

非常方便。會所主體是三層樓的建築物，有裝設

電梯，基地面積 37.25 坪。總工程款約 950 萬，

宜蘭眾召會的弟兄們感覺我們都在一個身體裏，

蘇澳會所的興建也是主給我們特別的恩典，我們

也就同心合意拚了！將竭盡所能擺上五分之四

的工程款 750 萬，尚缺的款項 200 萬需要台島眾

召會扶持與記念。當然將來的會所也為了身體的

需要，青少年的相調，短期的成全訓練，接待等

等都很合適。弟兄們更說，將來還要成為開展南

澳鄉召會的前進基地，因為蘇花改的出口就在新

會所附近。讚美主！    

    

 為使蘇澳鎮召會新會所建造為使蘇澳鎮召會新會所建造為使蘇澳鎮召會新會所建造為使蘇澳鎮召會新會所建造    能順利完成能順利完成能順利完成能順利完成，，，，各各各各

地若有扶持奉獻款地若有扶持奉獻款地若有扶持奉獻款地若有扶持奉獻款，，，，請逕撥至請逕撥至請逕撥至請逕撥至：：：： 

郵局代號：700 立帳郵局：宜蘭中山路郵局 

存簿帳號：0111000 0988080 

戶名：財團法人宜蘭市教會聚會所 

連絡電話：    

1、林仁果弟兄 0958-446667 

2、李清風弟兄 0936-596734 

新會所地址新會所地址新會所地址新會所地址：：：：蘇澳鎮光明路蘇澳鎮光明路蘇澳鎮光明路蘇澳鎮光明路 13131313 號號號號    

榮耀歸主榮耀歸主榮耀歸主榮耀歸主！！！！

 

奉獻見證-----------------------------------------------------
--------不致缺乏的愛 

    在我受浸歸主後，我學著讀經禱告，讀經中我學著順服主話的帶領，禱告求主保守我們全家，蒙保

守在平安喜樂裡。更感受到耶和華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凡有給人的，必有給你的。耶和華神更連

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加給你。 

    我記得帶我讀經的弟兄姊妹告訴我，他們在最困境時，也學著奉獻！主卻大大的賜福給他們『大大

的驚喜』，不僅在財務上，更在孩子們的身上得到印證…。故而我也效倣他們，學習奉獻。原本在很吃

緊的經濟上，慢慢變寬鬆；但當較寬裕時，卻對『奉獻』有點捨不得。這時我就感覺錢一直慢慢的流失。

真奇妙！ 



    有一次發放『股金』，原本捨不得，因一次要拿好幾萬…，但心裡總覺得不平安。於是就做了十一

奉獻。奇妙的是，神竟給我們家『一個大大的救贖』，使我們免於金錢糾紛的擔心與恐懼；更在經濟上，

給我莫大的幫助。神啊！我這麼計較這世上的錢財，祢竟還如此愛我們。感謝讚美主！我愛我主，也愛

這個大家庭，召會有祢真好！（宜蘭聖徒） 


